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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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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经济全球化打破了原有的国家界限, 商品 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流动, 资源配置可以在全球范 围

内实现。一方面, 经济全球化对原有的国家主权观念造成严重的冲击, 导致国家主权弱化。另一方面, 在经济
全球化 条件下, 国家 和政府的作用将进 一步加强。在全球贸易、金融国际化、生产国际 化等诸多方面, 国家和
政府将 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发展 中国家在经济全球 化中处于不平等的 地位, 因此, 一方面要积 极参加经济全
球化, 另一方面要注意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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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权是指一个国家独立处理其对内对外

技术高速发展的基础上, 世界经济正以前所未有

事务的最高权利。国家主权是一个历史概念, 自
1586 年法国思想家布丹第一个提出国家主权学

的景象向前发展。国际市场不断开拓, 世界贸易急
剧增长, 拥有巨大实力的跨国企业成群崛起, 这些

说以来, 随着国际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 其内涵及

都影响着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特别是 80 年代以

构成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段而变化。最初主要指政

后, 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实力的竞争

治和安全上的独立权和平等权, 如: 《联合国宪章》
规定: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

日趋激烈, 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日益增强, 更有力
地推动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经济全球化趋势

武力, 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 侵

打破了原有的国家界限, 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球

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
。60
年代中期以后, 已经取得独立权的发展中国家基

范围内流动, 资源配置得以在全球范围实现, 尤其
是跨国企业全球并购活动和联盟网络的建立, 使

于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将主权扩展到经济领域,

原 有的“
国家主义”传统观念逐渐淡化, “无国籍

提出经济主权概念。在其坚持下, 1966 年联大通

化”
、“
非主权化”
正成为这个复杂经济 世界的特

过《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公约》
规定: “
所有公民为
他们自己目的自由地处置他们的天然 财富和资

征。
因此, 经济全球化对原有的国家主权观念造成
严重的冲击, 导致国家主权的弱化。
经济全球化对

源”
的主权原则。90 年代, 主权延伸到文化领域,

国家主权的冲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尽管目前正式的国际文件对文化主权难以准确界

第一, 主权实体—— 国家受到由不同协议分

定, 然而它已经被各国广泛使用, 大致用来指国家
维护本民族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至高无上的

别成立的专门国际组织等“超国家机构”的约束。
80 年代以来, 世界经济区域化、
集团化趋势加强,

权力。这样, 国家主权观念发展成为涉及政治、安

各洲均建立起自己的区域性经济联盟, 以关税联

全、
经济、
社会生活、
文化传统、
价值观念等方面无
所不包的体系。

盟、
自由贸易区、
经济共同体等形式最为多见。例
如, 北美自由贸易区、
欧盟、亚太经合组织等。
这些

一

通过国家间协议创立的区域性经济组织, 依照本

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已为各国认同, 在科学

组织章程取代民族国家行使一部分经济权力,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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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关税税率的确定, 大到国家的财政贸币政策, 民
族国家为了区域内经济利益和本国的长远利益不

分地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匮乏问题, 但是外
资按国际规则运动而受国内法律和政府管理的程

得不采纳集体协议的决定, 这在一定程度上放弃

度降低, 外资大量增加占到国民经济相当大比重,

了本国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决策权。除此之外, 当今
世界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日趋增多, 例如世界

会影响一国政府对本国经济的调控能力。信息和
通讯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国家越来越对信息和通讯

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这些国际

本身的管理和控制无能为力,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组织已不限于解决国家间冲突和危机, 对世界和地

削弱国家的经济主权。

区事物有着广泛的介入和影响力。他们对国家主权
的渗透性影响越来越大, 特别是对那些其成员的投

第四, 国家经济主权受到新的国际生产和国
际分工的潜在威胁。跨国公司是生产国际化的主

票权根据各国认缴的基金份额决定的国际组织来

要载体。跨国公司可以在任何有资源、
工资低、优

说, 已成为对民族国家进行强有力经济干预的机
构。以 IM F 来说, 它原来的使命仅仅是监督国际货

惠条件好的地方投资生产, 并且可以把产品推销
到任何有客户的地方去。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 跨

币体系的运行, 但是它现在的影响则是全方位的。

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跨国并购和建立网络联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IM F 以援助为

盟活动, 这些活动使跨国公司的“
无国籍化”倾向

名要求韩、
泰等国实行国内经济改革, 否则将取消
贷款, 韩、
泰等国被迫接受 IMF 的改革方案。从总

更为明显, 跨国生产和市场 全球化的逻辑, 将促
使人们对产品的产地毫不在意, 笼统地提倡国货

体上说, 国际经济组织的参与国为了共同利益和长

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企业的股权也变得多元化,

远利益让渡一部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 接受国际

使一国难以准确确定民族工业的范围, 保护民族

经济调节。这种“
让渡”
不能构成对国家主权的根本
性挑战, 因为这种让渡是以取得更大的国家利益为

工业这一传统的经济主权大大削弱了。
更有甚者,
一些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凭借其产品和行业的垄

前提的。
但是, 换个角度来说, 相对弱小的国家在区

断优势, 甚至凭借其政治实力和军事霸权, 把自己

域集团中处于弱势, 如果对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开放
本国市场实行贸易、
投资自由化的时机和程度把握

希望的贸易格局强加给较弱的贸易伙伴。在这种
情况下, 国家主权无疑受到新的国际生产、
国际分

不准的话, 那么这种对国家主权的非根本性削弱将

工以及以此为依据的强权政策的挑战。

转化成根本性的危害。

第五, 众多全球性经济难题的存在和期待解

第二, 国际经济机制的普遍建立和各国对国
际经济机制的遵守也会限制民族国家 的经济主

决迫使各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主权意识以增进全
人类的共同利益。大量人口的贫困化、
大范围的灾

权。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国际经济机制普遍建

害和饥荒、
不同国家发展水平不平衡、
自然资源的

立, 为各国参与全球化确立了“
游戏规则”
。一国要
参与现行的国际经济活动就必须遵守这些“游戏

日渐枯竭、
生态失衡、
大气污染等大量问题的解决
都超过了个别国家或部分国家的能力范围, 必须

规则”
。首先, 对一国来说要在国内实行市场经济,

经过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 包括弱化“
自由处置天

否则就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限制和排斥。
其次, 要对

然财富和资源”
的绝对主权观, 这是人类生存权超

本国国内所有与国际体制不相适应的体制要素进
行全面的改造, 特别是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的外

过个别主权的必然要求。
面对经济全球化诸多因素对国家主权提出的

贸体制、
金融体制、
税收体制等。也就是说, 国家在

挑战, 我们必须认识到: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

决定本国的经济体制时不再有充分自由。
第三, 参与经济全球化, 一国对外开放也会给

发展的客观趋势, 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在
这一过程中, 国家主权的让渡和弱化现象是不可

其主权带来一定的弱化效应。
如: 允许跨国公司投

避免的。但是这绝不能否认国家和国家主权存在

资于本国的土地和自然资源, 违背了国家经济主

的重要性。国家的存在有其内在的经济、政治、文

权中明确规定的“
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
源”
的权力, 在一定范围内削弱了一国的资源配置

化和社会根源, 国家除了发展经济的职能外, 更重
要的是其政治属性和功能。国家和国家主权是一

能力和领土管辖权。引进大量的外国资金虽然部

个民族生存的前提、
发展的保障, 因此单凭经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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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相互融合是无法消除国家和国家主权存在的
必然性的。
经济全球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必须发展高技术产业。高技术产业投资大, 风险
高, 又极易出现外溢效果, 因此政府的扶植是至关

但不是惟一的条件, 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国家实力、

重要的。
政府可以用补贴和保护国内市场等手段,

经济结构、
劳动者素质、
领导者素质、消费习惯、发
展潜力、
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 国家和国家主权的

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发展, 以此来增强该产业
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

存在是不可缺少的。经济全球化和国家主权并非

要求。政府在制定有关政策前对信息必须有充分

根本矛盾, 因为经济全球化是以平等互利为基础
的, 并不影响国家独立自主地制定内外政策。
无论

地把握, 否则, 一旦决策失误, 便会导致资源浪费

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对内经济政策将是自
主的, 对外政策的选择从根本上说要考虑有利于
本民族经济发展, 这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国家的根
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自主权。

二
国家主权弱化仅仅是经济全球化影响的一个

和产业的落后。政府必须在国内市场建立良好的
竞争机制, 以鼓励国内企业的相互竞争, 使企业具
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实现规模经济。
否则企业在国
家的保护伞下, 就会失去竞争创新的能力和动力,
国家的保护政策反而收到相反的效果。
因此说, 在
各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 政府的作用不
仅没有消弱, 而且显得更重要了, 对政府的能力和

方面, 另一方面,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国家和政
府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强, 国为一国欲从充分参与

素质的要求更高了。
第三, 金融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

全球经济中获得好处, 政府必须更加重视国内和

国际金融市场异常活跃, 存在大量资金, 除了用于

国际市场, 努力营造有利于本国企业的商业环境,
提高对外国企业的吸引力, 采取有利于市场的组

支持各国产业发展的资金外, 还有为保值增值游

织结构协调和制度创新。经济全球化对政府的职
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可以说, 一国政府的作用在
一些范围和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了。
首先,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

离于各国之间的游资。对于这些资金, 一国政府的
作用更为关键。一国如果经济发展, 政治稳定, 就
可以吸引这些资金为本国服务。反之, 如果一国经
济停滞或政局动荡, 这些游资就会成为该国经济
进一步恶化的催化剂。金融国际化使各国的金融、

势, 各国政府必须适应这一趋势, 在贸易、
投资、金

生产和商品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 加上信息流动

融等方面采取更加自由化的政策, 使经济快速增
长。
东南亚国家正是抓住这一趋势, 使亚洲成为世

的加快, 各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相互牵动, 每

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的经验也是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政府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积极引进外资, 为加入 WT O
做了不懈努力, 力争实现中国经济与国际贸易规
范和世界市场接轨。推进本国经济发展并从经济
全球化中获取利益, 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次, 贸易自由化和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
化的重要表现, 国家或政府在贸易全球化和自由
化中除了要遵守贸易自由化的规则之外, 还承担
着扶持本国产业增强竞争力、
进入国际市场获取
利益的任务。因为经济全球化使传统的“
自然资源
禀赋”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下降, 而技术、人力

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都会对它国经济产生影响, 同
时也受到其它国家的影响。国家在制定金融政策
时, 既要 考虑内部经济状况, 又要考虑 外部的作
用, 否则难以达到确定的经济目标。在这种情况
下, 政府的金融政策应更有高度的技巧性。
第四, 全球化生产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和生产国际化使民族国家和
世界大企业间织成一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
杂之网, 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也促进
了各国经济的发展。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构成了
各国政府在全球化时代的主要任务。一个全球化
企业可以在世界各大洲拥有或控制着分支机构,
可以有效地利用世界范围的人力、
资本、
中间产品

资本、营销渠道、
管理经验、规模经济等创造性因

和原材料等, 可以在各大市场销售自己的产品和

素越来越占主要地位。科技进步也可以使一国生
产资源的存量增加, 改变该国的资源禀赋状况。经

提供服务。全球化使跨国企业在生产基地或合作
伙伴上有更多选择。如果一个区位( 不同国家) 出

济全球化条件下, 要在国际贸易中获得长久利益,

现成本上升、
税收增加、利润下降的话, 跨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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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从一个区位转移到另一个区位进行生产。全
球化使资产的流动性或潜在的流动性比过去大大

创新, 为企业提供一个完善的商业运行环境, 增强
对跨国企业的吸引力。

地增强, 跨国企业对区位优势的变动更加敏感。一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竞

国要增强对国际企业的吸引力, 必须增强本国的
区位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
自然资产”
在国

争并非减弱, 而是更加激烈, 不但企业之间的竞争
增强, 国家间经济实力的竞争也加剧了。
冷战结束

家竞争力中的地位下降, 一国的竞争力取决于“创

以后, 世界上主要国家把注意力从军事领域转向

造性资产”
。创造性资产可以是有形的, 如物质资

以经济实力为主的综合国力的竞争, 国家间的经

产、
金融 资产, 也可以是无形的, 如技术诀窍、商
标、
企业文化等。
一国经济实力更重要地表现在其

济竞争更加激烈, 政府对提高本国经济的竞争力、
占有全球市场的作用更为明显。全球化对政府的

创造性资产的强弱。
一国的竞争力越强, 就能够吸

宏观组织策略提出了新的挑战。发达国家以强大

引更多的创造性资产。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由于资
源可以全球配置, 因此生产成本在经济活动中的

的经济实力为基础, 利用国际经济机制为本国企
业全球经营做开路先锋, 遇到别国的限制和抵抗,

地位下降, 而交易成本在经济活动中 的重要性上

就派出代表团谈判解决, 甚至不惜以经济制裁相

升。
尤其在知识经济条件下, 企业在知识、
技术、商

威胁, 竭力打开别国的市场。
在经济全球化中发达

标、
销售渠道等等领域拥有的优势越多, 对垄断优
势的持有趋势越强, 交易成本产生的可能性越大,

国家占尽先机。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相对落
后, 在经济全球化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处于不平等

交易成本也越高。针对上述情况, 市场本身没有能

地位, 经济全球化的负作用较大。
面对经济全球化

力提高本国的区位优势, 没有能力创造出提高本

的机遇和挑战, 发展中国家以维护国家安全和主

国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 也
没有能力使市场的交易行为免受市场 失效的影

权独立为由, 将主权绝对化、
闭关锁国, 切断与国
际社会的经济联系是不切实际的, 或者只因为顺

响, 因此政府必须发挥作用。例如, 政府可以改善

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淡化国家主权观念, 放弃国家

基础设施条件以解决交通堵塞、港口拥挤、通讯落
后等状况, 政府可以制定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和区

的统一管辖权, 也无助于国家的生存和经济的迅
速发展。
发展中国家应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 积极

域开发政策使跨国公司的投资符合东 道国的利

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政府运用其国家权力,

益, 政府可以通过合作研究和对大学研究的资助

对全球化的负效应进行防范和避免, 使本国能更

以提高科技创新的动机和能力, 政府可以投资人
力资本以解决跨国生产的人才水平低下和能力不

有效地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以实现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也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经济

足的问题等。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行为, 政府可以降

安全。
只有取得了本国的经济的发展, 维护本国的

低交易成本, 减少市场失效, 进行组织协调和制度

经济安全, 才能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 责任编辑 习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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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econom ic globalizat ion has broken up t he original boundary of t he nat ions w ith
co mmo ndit y and product ive element s circulat ing w orldw ide and r esource queue emerging
int ernat ionally . On t he o ne hand, t he econom ic g lobal ization has challenged t he or ig inal not ion of
so vereig nt y , w hich leads t o t he avianizing o f so vereig nt y . On t he ot her hand, under t he circum st ances
of econom ic g lobalizatio n, t he f unct ion of t he nat ion and government w il l be furt her st rengt hened , and
w ill play an even mo re import ant role in t he glo balizat ion of tr ade, finance, pro duct ion, etc. T he
developing count ries could not enjoy the equalit y in t he economic glo ba lization. T her efor e, they must pa y
mor e att ention to sa feguar ding the natio n's econom ic sa fty w hile taking a n active part in economic g lobalizat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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